
快上車吧!! 企業情資聯防
Erwin , CISSP

2021.08.16

TLP : GREEN



謝謝各位
資安領域先進，
今晚一同探索。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資安の坑聲明 : 本次分享為資安同好間的交流，
不代表所屬公司立場。



心智圖

讓我們在資安
的世界裡不迷
路!!



工商服務

引用來源 : https://wentzwu.com/taiwan-needs-more-cissps/ (吳文智老師-台灣需要更多的CISSP)

CISSP 啟蒙恩師吳文智老師



資安即國安 2.0

蔡英文表示，臺灣在資安即國安
1.0的基礎上，推動資安即國安
2.0資安戰略，不僅成立新設立的
數位發展部，也會成立專責的資
通安全署，將會提升對關鍵基礎
設施及核心資料庫的防護，並且
會持續強化組織、落實法制、培
養人才及支持產業，政府和民間
企業攜手打拼，共同建立堅韌、
安全、可信賴的智慧國家。

5
資料來源 : iThome



等等!! 太快了…
都不知道什麼是 1.0



資料來源 : 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 –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1.0

https://cloudschool.chc.edu.tw/open-message/074738/get-file/6041e464285d5d58af198572.pdf


資料來源 : 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 –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打造安全可信賴的
數位國家
建構國家資安聯防體系
完備資安基礎環境
推升資安產業自主能量

https://cloudschool.chc.edu.tw/open-message/074738/get-file/6041e464285d5d58af198572.pdf


政府的資安戰略 (戰略規劃、戰略執行)

資料來源 : 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 –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https://cloudschool.chc.edu.tw/open-message/074738/get-file/6041e464285d5d58af198572.pdf


資安即國安 1.0

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 第五期

強化全民資安意識、凝聚各界共識，
為數位國家、創新經濟奠定堅實基礎Policy

Portfolio

Program

Projects

Strategy 

資料來源 : The Effective CISSP: Security and Risk Management



資安即國安 1.0
強化全民資安意識、凝聚各界共識，為數位國家、創新經濟奠定堅實基礎

設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2016)

成立資通電軍指揮部 (2017)

通過資通安全法並實施 (2018、2019)

資安鐵三角

• 國安會

• 資安處

• 通傳會(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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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2021 台灣資安年鑑、國家資通安全戰略報告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317/969/%E5%9C%8B%E5%AE%B6%E8%B3%87%E9%80%9A%E5%AE%89%E5%85%A8%E6%88%B0%E7%95%A5%E5%A0%B1%E5%91%8A-%E8%B3%87%E5%AE%89%E5%8D%B3%E5%9C%8B%E5%AE%89-


國家資安聯防架構

12
圖表來源 : iT-home

八大 CI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1. 能源
2. 水資源
3. 通訊傳播
4. 交通
5. 銀行與金融
6. 緊急救援與醫院
7. 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
8. 高科技園區

聯防體系建立
ISAC、CERT、SOC

ISAC 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

CERT 電腦緊急應變團隊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SOC 資訊安全監控中心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有爸爸，好安心。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初四了 阿伯!!!!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2021.03.19

2020.12.09

2020.11.08

2020.12.22

不到半年，

友商相繼淪陷

更多沒上新聞的!

上新聞的!



IR 跑馬燈 !!!!!!!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準備階段

• Policy

• Plan

• IR Team

(PSIRT / CSIRT)

• User Awareness

預處理

• Detection

• Analysis &

Validation

• Documentation

• Prioritization

• Notification

回應

• Containment

• Eradication

• Recovery

事故後

• Follow-up 

Report

• Lessons 

Learned

事前 事中 事後

事故回應階段

判斷真偽(留意假警報)
排定順序
進行通報

先抑制 (停損)
後根除 (找出根因避免再發)
並做好證據留存做鑑識
有損害做復原

擬定應變計畫
應變小組職責
人員意識訓練

17



有損害做復原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資料引用來源 : Wentz Wu | CISSP/ISSMP/ISSAP/ISSEP, CCSP, CSSLP

https://wentzwu.com/


危機溝通也要做!!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迴避、
低調、
霸氣!!

框架是方向，
實作則視組織文化



圖片引用來源 : 聖嚴法師 四它



我們聽到

是該出手了!!

Support 
Needed …
民間企業

你不就是我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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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27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L 第4條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

L  第26項



花惹~

圖片引用來源 : 破壞童年的哆啦A__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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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服務 : 台灣需要至少 1500 個 CISSP

引用來源 : https://wentzwu.com/taiwan-needs-more-cissps/ (吳文智老師-台灣需要更多的CISSP)

CISSP 啟蒙恩師吳文智老師



寶寶心理苦，但寶寶不說。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說好的聯防?



法規名稱： 資通安全管理法

公布日期： 民國 107 年 06 月 06 日

31

法規參考

政院澄清資通安全管理法是規範「高科技園區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非「高科技園區廠商」

行政院資安處表示，目前的關鍵基礎設施包括能源、水資源、通訊傳播、交通、銀行與金融、緊急救援
與醫院、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高科技園區等八大領域，且是以風險管理的角度律定納管對象，後續會
經過風險評估過程，確認有相當風險，才會納管。

行政院資安處進一步表示，上述「高科技園區」是指提供
高科技園區基礎設施的系統(如水、電、交通等)，並非針對
進駐園區的廠商；規範前者原因是希望提供進駐園區廠商
更安全可信賴的產業環境。

我的高科技園區與你的高科技園區不一樣。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297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ee9e6d8f-b3ff-4f82-99fd-f6953fc383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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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納管之產業

可以參加聯防嗎?



資安即國安 2.0
堅韌、安全、可信賴的智慧國家

打造數位發展部

資安鐵三角→六塊基 (基礎團隊)
• 國安會 (政策規劃)

• 行政院資安處 →行政院資安署 (政策規劃與督導執行)

• 通傳會(NCC) (回歸基礎設施主管機關)

• 國防部 (網路作戰應對與關鍵基礎設施協防)

• 國安局 (情報蒐集與分析)

• 法務部調查局(負責偵察與認知作戰)

•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負責打擊網路犯罪)

33



設立數位發展部。韌性的展現
2021.05.05 審查數位發展部組織法草案

34

該部會將整合”電信、資訊、資安、網路與傳播”五大領域

https://youtu.be/1w5w3_boI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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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公私協同



請問，
是 TWCERT/CC 嗎 ?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TWCERT/CC 情資聯防重要性

38
資料來源 : https://www.twcert.org.tw/

https://www.twcert.org.tw/


第六期 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110年至113年)

39資料來源 :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中華民國 1 10 年 2 月

韌性為主軸

公私聯防重要目標

推動公私協同治理

公私合作、情資交流



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110年至113年)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中華民國1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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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NCC 管轄之 TWNIC 負責維運之 TWCERT/CC 來主導
民間資安事件通報
協助民間單位建立內部 CERT / CSIRT
強化國內資安應變組織協同合作

資料來源 :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中華民國 1 10 年 2 月



公私聯防 KPI

41

CVE 申請公正且方便

情資取得快速且個別化
對於企業的好處

資料來源 :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中華民國 1 10 年 2 月



162
現有會員數

42
資料來源 : https://www.twcert.org.tw/tw/lp-115-1.html

備妥公司證明
可申請加入聯盟

https://www.twcert.org.tw/tw/lp-115-1.html


43
資料來源 : https://www.twcert.org.tw/tw/lp-115-1.html

https://www.twcert.org.tw/tw/lp-115-1.html


資料來源 : TWCERT 聯盟會議



通報類型

資安事件通報 產品漏洞通報

資安事件
資訊

資安事件協
處標準作業

漏洞通報
內容

CVE審核
作業

廠商提供

TWCERT/CC
協處

網頁輸入 E-mail回傳

資安通報

• 製造業
• 資安公司
• 各行業

釣魚網站
資訊

通報處理
流程

網路釣魚通報

網頁輸入

TWCERT/CC 提供相關業務

資料來源 : TWCERT 聯盟會議

通報類型

資安事件

網路釣魚

產品漏洞

CSIRT

PSIRT

Computer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

Product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



通報內容也是情資來源
聯防的基礎是信任

事件通報
釣魚網站
產品漏洞通報

情資企業



情資管理

1. 事件情資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48

系統化的管理介面

將有 API 串接機制

資料來源 : TW-ISAC 情資管理平台

馬一下



情資類型定義

資料來源 : N-ISAC國家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Traffic Light Protocol ,TLP 情資燈號協議
TLP為國際資安事件緊急應變小組 (FIRST) 所定義資訊分級之協議

資料來源 :政府領域聯防監控情資回傳作業說明



52

情資範例

一、威脅情境

資料來源 : TW-ISAC 情資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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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攻擊手法

透過 ATT & CK Matrix 描述

資料來源 : TW-ISAC 情資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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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RE ATT & CK 
識別攻擊鏈，讓入侵手法描述有一致標準

駭客的攻擊手法已提升到至少 552 招

14 個攻擊階段
Tactic 戰術

Technical 技術

偵察、資源開發、初始訪問、執行、持續滲透、特權升級、防禦逃避、憑證訪問、發現、
橫向運動、收集、命令和控制、滲出、衝擊

資料來源 : https://attack.mitre.org/



唯有充分的了解攻擊，才能夠做相對應的防禦

55

事故回應最重要是能被偵測，才能夠做相對應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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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侵偵測指標 IoC (Indicator of Compromise)

IP

惡意檔案特徵值

資料來源 : TW-ISAC 情資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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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攻擊階段提供建議防範措施

資料來源 : TW-ISAC 情資管理平台



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的重逢
一代宗師圖片引用 : 一代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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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資安部署策略
成本效益最佳化

情資

NIST CSF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OWASP CDM
Cyber Defense Matrix 

資料來源 : https://www.nist.gov/cyberframework
https://owasp.org/www-project-cyber-defense-matrix/

https://www.nist.gov/cyberframework
https://owasp.org/www-project-cyber-defense-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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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奧義智慧

資料來源 : https://owasp.org/www-project-cyber-defense-matrix/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5710
https://devco.re/blog/2020/10/13/mitigate-real-threats-by-framework-and-standards/

風險來自
威脅 漏洞 資產

來源 : DevCore

曝險考量
機率 衝擊

控制措施
人 X 流程 X 技術

https://owasp.org/www-project-cyber-defense-matrix/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5710
https://devco.re/blog/2020/10/13/mitigate-real-threats-by-framework-and-standards/


面對釣魚網站

2. 釣魚網站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偽冒網站、釣魚網站
對客戶造成可能財物損失、個資外洩、帳號被盜

資料來源 : https://www.firstbank.com.tw/sites/fcb/zh_TW/1565690159946

TWCERT/CC
以移除惡意釣魚網站為目標
站台處理
依站台IP所處國家進行處理
境外 IP 國外則轉知該國 CERT 組織
列於定期釣魚網址清單

瀏覽器廠商防護
協助通報 Google Chrome / MS Edge等 瀏覽器
團隊協防

https://www.firstbank.com.tw/sites/fcb/zh_TW/1565690159946


身為一間 良心企業，
有漏洞主動於官網公告，並附上相關修復載點，
讓客戶知道，是很合邏輯的。

3. 產品漏洞

圖片引用 : 少林足球



何謂 CVE、CWE、NVD 、CVSS、CNA
因為全名太容易理解，所以用縮寫才能表示專業



CVE Common Vulnerabilities and Exposures 通用漏洞揭露
每個 ID 都是對應具體產品、特定漏洞
各種資安弱點及漏洞並給予編號以便於公眾查閱。
此資料庫現由美國非營利組織 MITRE 所屬的 National Cybersecurity FFRDC 所營運維護

CWE Common Weakness Enumeration 通用缺陷列表

無特定產品，透過分析出來常見的缺陷
是一個對軟體脆弱性和易受攻擊性的一個分類系統

NVD National Vulnerability Database 美國國家漏洞資料庫
是美國政府使用安全內容自動化協議 (SCAP) 表示的基於標準的漏洞管理資料庫。
此數據可實現漏洞管理、安全測量和合規性的自動化。

CVSS Common Vulnerability Scoring System 通用漏洞評分系統
透過不同的面向對單一漏洞進行評分。 0 ~ 10.0 (越高分表示越嚴重)
有線上計算機可以提供試算

CNA CVE Numbering Authority CVE 編號管理者

有權限可以對權責範圍內之產品漏洞發布 CVE ID，以及後續對 CVE ID 的內容進行維護。
為一志工組織，可為來自世界各國之國家 CERT、產業 CERT、研究機構、漏洞提報組織或廠商等。

https://cwe.mitre.org/top25/archive/2021/2021_cwe_top25.html
https://nvd.nist.gov/
https://www.first.org/cvss/
https://www.first.org/cvss/calculator/3.1


67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6035



TVN & CVE

圖片引用 : TWCERT/CC



如何申請 CVE
內容要填什麼、與如何透過 CNA 協助申請
揭露政策



官方有申請說明

https://www.twcert.org.tw/tw/cp-136-3400-c2c6f-1.html

三步驟 完成 CVE 申請



步驟一、範本下載



根據八個面向先自行試算 CVSS 分數

https://www.first.org/cvss/calculator/3.1
https://ithelp.ithome.com.tw/articles/10203313

步驟二、填寫通報內容



CVSS 計算機 : https://www.first.org/cvss/calculator/3.1#CVSS:3.1

攻擊向量 (Attack Vector, AV)
Network (N)：由網際網路網路進行攻擊
Adjacent (A)： 由受限制的網路進行攻擊，如區域網路及藍芽等
Local (L)：在不連接網路的狀況下進行攻擊
Physical (P)：需接觸到實體機器才能進行攻擊

攻擊複雜度 (Attack Complexity, AC)
Low (L)：低，攻擊可被輕易重現
High (H)：高，須由攻擊者達成數項條件後才能成功

是否需要提權 (Privileges Required, PR)
None (N)：不需要
Low (L)：需要一般使用者權限
High (H)：需要管理者權限

是否需要使用者操作 (User Interaction, UI)
None (N)：不需要
Required (R)：需要使用者操作某些動作才能讓攻擊成功

影響範圍 (Scope, S)
Unchanged (U) ：僅影響含有漏洞的元件本身
Changed (C)：會影響到含有漏洞的元件以外的元件

機密性影響 (Confidentiality, C)
None (N)：無影響
Low (L)：攻擊者可以取得機密資料，但無法使用該資料
High (H)：攻擊者可以取得機密資料，且可以使用該資料

完整性影響(Integrity, I)
None (N) ：無影響
Low (L) ：攻擊者有部分權限以竄改某些資料，對含有漏洞之元件影響較小
High (H)：攻擊者有權限竄改所有資料，對含有漏洞之元件有嚴重影響

可用性影響 (Availability, A)
None (N)：無影響
Low (L)：可用性受到影響，導致服務或元件仍可被部分取得，或是時好時壞
High (H)：可用性受到嚴重影響，導致服務或元件完全不可被取得

CVSS:3.1/AV:N/AC:H/PR:L/UI:R/S:U/C:L/I:L/A:L

通用漏洞評分系統



步驟三、發送通報

將填寫完成之檔案寄至cve@cert.org.tw。
若除了通報範本提供之欄位外有其他資料欲補充，
也請一併寄至此信箱。

*信件標題請附註欲申請CVE的產品名稱

mailto:cve@cert.org.tw?subject=TVN%E6%BC%8F%E6%B4%9E%E9%80%9A%E5%A0%B1


最後但最重要!! 必須知道的揭露原則

90 天
編號發放 即刻倒數
威脅確認 (衡量機率與衝擊)

研發
測試
上架 Patch
通知客戶
公告作業時間



CISSP 專家的價值，不僅在於了解問題發生之後，透過哪種管道解決。

而是讓安全融入在組織流程之中，降低發生的機率與衝擊。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資料引用來源 : Wentz Wu | CISSP/ISSMP/ISSAP/ISSEP, CCSP, CSSLP

https://wentz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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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對齊、創造價值

組織的資安戰略，
對齊企業商業策略 (Business Strategy / Goal)，
對齊國家安全戰略。

透過參與聯防、達到資源最佳化。
持續 PDCA 、安全管制措施、支持業務流程。
建構企業韌性、提升品牌信任。

Together Stronger



快上車吧!!
參與企業情資聯防

快上課吧!!
準CISSP們

圖片引用 :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謝謝大家!!
一起為企業資訊安全把關
江湖相遇也請多多關照

圖片引用來源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作品


